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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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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第22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大
樓廣場盛大舉行﹐今年新年園遊會特別設計紅和
白兩色的狗年園遊會T恤﹐上頭印有可愛的狗年吉
祥物和美南新聞的logo搭配﹐民眾詢問度高﹐大家
對狗年T恤非常有興趣﹐圖為兩主流民眾大方購買
T恤﹐並拿起T恤高興合影﹐非常應景﹒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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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拍賣行將拍賣重磅名人藏品紐約拍賣行將拍賣重磅名人藏品 包括愛因斯坦小提琴包括愛因斯坦小提琴

探訪挪威北極圈晾魚場探訪挪威北極圈晾魚場
鱗次櫛比場面壯觀鱗次櫛比場面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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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世紀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鋼世紀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鋼
琴演奏家李斯特琴演奏家李斯特··費倫茨的壹些樂譜費倫茨的壹些樂譜
手稿在李斯特手稿在李斯特··費倫茨紀念博物館和費倫茨紀念博物館和
研究中心展出研究中心展出，，這些手稿此前曾被認這些手稿此前曾被認
為已經丟失為已經丟失。。圖為民眾觀看李斯特的圖為民眾觀看李斯特的
樂譜手稿樂譜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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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走煤炭依賴老路
代表“把脈”資源型地區經濟轉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資源型地

區經濟轉型。作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

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的轉型

之路廣受關註。全國兩會期間的山西代

表團駐地，“轉型”兩個字成為代表口

中的“熱詞”。

“煤減了，啥增了”
“好多人還不太了解去產能。咱煤

炭去產能，去的是枯竭礦、煤質差的

礦、不安全的礦，留的是好礦、先進

礦。”會場上，來自壹線的礦工代表、

山西焦煤西山煤電杜兒坪煤礦掘進壹隊

副隊長董林正跟代表們解釋著去產能那

些事兒。“近兩年，山西共退出煤炭產

能4590萬噸……”

煤倒是減了，啥增了？
“煤的‘子孫後代’變多啦！”全

國人大代表、山西潞安礦業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董事長李晉平接了話。“在潞

安，煤可以做成紙杯內側用的高端

蠟、做成高端閏滑油，我們就是要把煤

從以前的‘按噸賣’變成‘按公斤賣’

‘按克賣’。”

“大夥兒看，這是啥？”中國科學

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副所長呂春祥代

表手中的壹個黑色卷管成功“轉移”了

代表的註意。“這是我們研發的碳纖維

原絲，每根比頭發絲還細，卻能經受高

溫、腐蝕而不失強度，在航空航天等領

域有廣泛應用，被稱為材料領域的‘皇

族’。”

看著代表們都看著自己，呂春祥更

加認真。“除了煤炭這個資源，山西還

在裝備制造、新材料、文化旅遊等領域

有比較優勢，這些優勢發揮好，都能成

為新動能。”

“電力運行是經濟發展的晴雨

表。”全國人大代表、國網山西省電力

公司董事長劉宏新提供了壹組數據：

2017年山西全社會用電量接近2000億千

瓦時，同比增長10.76%，壹舉扭轉了連

續23個月的負增長態勢，其中三產用電

量同比增長12.50%，高於全社會平均增

幅。“這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正在走出

困境，經濟結構也在不斷優化。”

“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
“過去山西對煤的依賴太重，市場

好的時候不想轉，市場不好的時候又無

力轉。去年煤炭價格又起來了，我們壹

定不能重走以前的老路。”談起山西的

轉型，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師範大學副

校長許小紅敲了壹記“警鐘”。

“說得不錯。”全國人大代表、

山西省材政廳廳長武濤說，資源型地

區面臨的轉型難題也被稱為“資源詛

咒”“荷蘭病”，從全世界來看，轉

型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持之以恒的

定力。

“這幾年我回山西辦影展、辦居

場，壹方面是有對家鄉的情感，另壹方

面也是強烈地感受到山西轉型的渴

望。”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籍導演賈樟

柯回顧自己的經歷感慨地說。

2017年，賈樟柯回到家鄉山西，辦

了第壹屆平遙國際電影節，籌辦過程之

順利，讓他直呼“沒想到”。“電影節

采取公司化運營，就要先成立公司，這

對當地是個挑戰，因為前所未有，但是

最終在政府支持下，公司很快就註冊成

立了。”

“山西已經有了好的變化，希望今

後不要因為煤炭價格上漲就‘好了傷疤

忘了疼’。”賈樟柯說。

“山西是煤炭大省，過去壹說到

山西就想到煤炭，現在我們提出‘不

當煤老大，爭當能源革命排頭兵’的

目標，我們的轉型抉心是堅定的。”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發改委主任姜

四清的壹席話，讓現場的代表們振奮

不已。

“確實，我們不能再當‘煤老大’

了，要當‘制造業老大’‘文化老大’

‘材料老大’……”代表們妳壹言我壹

語，熱烈地討論著。

“創新，創新，還是創新”
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得靠啥？“必

須是創新！”全國人大代表、太原理工

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黃慶學的語

氣堅定。“無論是傳統煤炭行業的改造

提升，還是新興產業的培育壯大，都必

須緊緊抓住創新這個關鍵，只有創新才

能轉型，只有創新才能發展。”

黃慶學的話引發全場共鳴。全國人

大代表、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高祥明舉例說，依靠科技創新，太鋼集

團不僅成功研制出了國人關註的“筆尖

鋼”，而且還在高鐵、核電等領域研發

出高精尖鋼材產品，國際競爭力日益增

強，去年出口超過100萬噸，創下歷史

新高。

“不光技術要創新，在體制機制的

改革上也要創新。”全國人大代表、山

西晉中市委書記王成說，山西去年在晉

中等地推行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改革，

變“事前審批”為“事中事後監管”，

使企業辦理審批環節大大減少，時間大

大縮短，有力推動了營商環境優化。

“對我們資源型地區來說，要轉型

發展，要創新驅動，尤其要重視人才。”

黃慶學說，要積極引進人才、有效激勵

人才、充分用好人才。

黃慶學同時建議，資源型地區往往

也是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人才不能完

全依靠引進，還應當註重引育結合，從

而為轉型發展提供長遠支撐。

三亞在俄羅斯開啟旅遊“走出去”促銷活動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三亞市旅遊委獲悉，

日前，三亞旅遊境外促銷代表團抵達俄羅

斯著名的北方城市葉卡捷琳堡，成功舉辦

了以“I Love Sanya”為主題的旅遊路演

活動，這是三亞旅遊2018年俄語市場首場

“走出去”促銷活動。

以“I Love Sanya”為主題的路演活

動在葉卡捷琳堡著名的購物中心MEGA

大堂別開生面的展開。路演現場設置了

浪漫的鮮花拱門、三亞美景圖片展、功

夫茶表演、DJ打碟、企業宣傳展臺、特

色海南小吃等豐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吸

引了眾多當地市民前來觀賞。活動現場

還舉行了公眾媒體平臺攝影比賽，參與

者只要手持“I Love Sanya”手牌拍照並

上傳至Facebook及歐洲熱門社交平臺VK，

主辦方將在媒體平臺評選出10張最佳照

片給予獎勵。

“三亞市政府致力於把三亞打造成為

最受俄羅斯遊客喜愛的海外旅遊目的

地。”三亞市旅遊委副主任葉凱中表示，

2017年俄羅斯赴海南遊客28.4萬人次，同

比增長了251%，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俄

羅斯成為三亞最大客源國。

葉卡捷琳堡當地嘉賓及旅行商紛紛表

示，三亞市旅遊代表團以生動的方式向他

們展示了最新的旅遊咨詢、民俗文化和優

惠政策，同時他們還感受到了三亞人民的

多才多藝和熱情好客，期待能親臨三亞休

閑度假。

海南省旅遊委、葉卡市旅遊發展中

心、烏拉爾聯邦大學孔子學院、葉卡

MEGA商場管理中心等中外方領導嘉賓以

及葉卡捷琳堡知名旅遊企業、當地媒體受

邀參加此次活動。

據了解，由海南省旅遊委組織的促

銷團將陸續在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莫

斯科，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幹，白俄羅

斯的明斯克等地開展海南促銷活動。三

亞市旅遊委將在葉卡捷琳堡及莫斯科針

對俄羅斯市場開展三亞旅遊專場推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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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80308C達福社區

為了迎接中國傳統新年的到來，「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於二月十八日〈週日-大年初三〉在布蘭諾市，邀請到達
拉斯教區(Diocese of Dallas)凱立主教(Bishop Kelly)與該堂
主任司鐸林育明神父，共同主持主日彌撒，周國復執事輔
祭。聖詠團當日以中文。英文及拉丁文數種語言，於彌撒
禮儀中獻唱，美妙和音。

專業水準。虔敬禱聲，直達天庭，主日彌撒結束，凱立
主教特別表達他的讚賞，也深獲教友們。來賓之熱烈掌聲
。

隆重之「祭天敬祖」大典，也即刻開始，一如往例，由
林神父擔任主祭，凱立主教與教友們一起參與「祭天敬祖
」大典，大典完成後，凱立主教。神長及教友們互賀新春。
大家彼此團拜，一片喜氣洋洋。

「祭天敬祖」乃中國傳統文化中，因為對生命的重視，
特別表達對已逝之祖先及親友之追思及懷念。在教宗庇
護十二世時，「祭天敬祖」禮儀，正式獲得批准實施。此典
禮乃由已故之于斌樞機主教，於1971年在台灣提倡，特別
於農曆新年擧行。于樞機說：「祭天是對神的《崇拜》，敬祖是對祖
先的《追念》。我為什麼提倡？答覆很簡單，因為「祭天敬祖」，乃是
一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敦教化，厚風俗…」，此後即受到國內各界
人熱烈響應。

當日之彌撒結束後「祭天敬祖大典」，依照中國天主教之正
式禮儀，首先由讀經員，恭讀聖言德訓篇四十四章（1-15節），之

後恭請主禮團就位，接著司儀恭讀祭文:「我僑居美國達拉斯
炎黃子孫，歡聚一堂，謹以至誠虔敬之心，祭拜皇天上主，暨追
念我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禱曰：天地主宰，萬有真源，神恩浩瀚，
救恩泉源。自有永有，全美全善，至公至義，永恆不變。一元復始，
萬象煥然，大地春回，天序遞轉。祈求上主，寵佑平安，摯誠感謝，
奉獻心田。中華祖先，歷代聖賢，締造文化，德教承傳。造福人群，

千古德範，祖德流芳，永垂人間。感恩報德，飲水思源，恪遵遺
訓，慎終追遠。香花果酒，俯伏呈獻，敬表孝愛，仰祈垂憐。」繼
由主祭林育明神父上香，奉獻鮮花、美酒、及素果，並帶領全體
教友們向「中華歷代祖先牌位」致敬鞠躬，表達追思之情，同時
也祈禱教友們，皆能分享天主內之圓滿生命。最後主禮團.凱立
主教與教友們彼此互相拜年祝賀新春。

除了祭天敬祖大典，「天主教耶穌聖心堂」亦於二月十七
日〈週六-年初二〉晚，在該堂舉行團體聚餐及新春聯歡晚會。
教堂內的佈置令人感受年節之喜氣歡欣，牆上貼了數幅春聯
例如「慎終追遠懷祖蔭。上主在天受光榮」橫軸「主與我同在」
等等。當晚還有特別為小朋友而設的年節童趣小藝品攤位，讓
孩子們自由選取，在玩樂中，很自然地體驗到中華文化。林育
明神父帶領聚餐飯前祈禱之後，團體聚餐於六點開始。各家拿
手好菜，水果甜點，應有盡有。大夥兒同聚一堂，享受年節喜氣
洋洋的氣氛。新春聯歡晚會，于聚餐後開始，林神父致歡迎詞
後，由主持人呂昕.周佩如，以中英文陸續介紹晚會節目.首先

由 「聖 心
文 化。語
文服務組
」師 生 之
賀新年表
演 系 列：
計有歌唱
，舞蹈。小
提 琴. 鋼
琴等。「聖
心 文 化。
語文服務
組 」的 幼
兒及小朋友，經由歌唱短劇，中國服裝秀等活動，快樂學習到中
國語言及文化，家長們也能看到孩子的學習成果。之後的表演計
有:少年彈吉他.為母歌唱伴奏，三人組之歌者，有小提琴及鋼琴
伴奏，五彩繽紛之中國傳統舞蹈:有身段美妙的獨舞及空靈柔美
的六人團體西藏舞，還有具專業水準之八人合唱，美妙合音，由
許慧敏指揮，劉貞妮伴奏，堂區長青組不落人後，亦有精彩演出。
堂區新春聯歡晚會，結合了老。中.青及幼兒共同表演，歡聚一堂
，熱鬧又開心。

節目進行中，
並穿插摸彩抽獎。
抽到獎的人，都樂
不可支。節目表演
完後，由耶穌聖心
堂本堂林神父分
發壓歲錢給所有
在場的小朋友，青
少年。大家興高采
烈的排隊領紅包，
為今年的新春晚
會劃下一個完美
的句點。(聖心堂供
稿)

新春「祭天敬祖 慎終追遠」
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新春彌撒及聯歡晚會紀實

時間及每日主題如下：
3/16 (五) 8:00pm「如何教養你的孩子」
3/17 (六) 10:00am-12 noon「瞭解青少年的世界
」(英文)
3/18 (日) 11:00am「婚姻與家庭」
講員:常思恩牧師

常思恩牧師（Rev. Albert Seung）生於香港，
長於香港，父母來自北平。一九七四年前往英國

唸書，居住八年。大學時
期，受到神的全職事奉
呼召。一九七九年至一
九八二年間，在歐洲建
植了斯德哥爾摩華人教

會和哥登堡華人教會。一九八二年隨父母遷居
美國，並于翌年入達拉斯神學院進修，于一九八
六年獲聖經科碩士，一九九二年獲基督教宗教
教育碩士，二Ｏ一一年再獲達拉斯神學院教牧
學博士學位。

在一九八五年至二ＯＯ一年間，常牧師曾
于德州的雅靈頓華人教會及達城第一華人浸信

會牧會十五年，其間亦在達福地區建植了佳樂
頓華人教會、泰勒華人團契和北德華人教會。常
牧師於一九九七年起擔任中華聖經教育協會董
事，自二ＯＯＯ年初改任協會的會長至二ＯＯ
一年底。自二ＯＯ三年起常牧師出任基督教創
作傳播中心會長，同時兼任四海聖經宣教學院
院長至今。目前為布蘭諾華人宣道會代理主任
牧師。

常牧師與常荊行燕師母于一九八七年結婚
，育有一子，名為存理，英文名為 Zephaniah（西
番雅），今年二十九歲。

布 蘭 諾 華 人 宣 道 會 堂 址：5025 Custer

Road, Pla-
no TX
75023。 坐
落 於
Spring
Creek Pk-
wy 和
Custer
Road 的西南角，在 Schimelpfenig 圖書館對面。
Tel：972-867-2990
網址：www.pcactexas.org
(華人宣道會供稿)

主題：「人生階段」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2018培靈會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本報系達拉斯訊】眼睛是靈魂之窗，良好的視力是幸福
健康生活所必備的最重要條件之一。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有
鑒于加強大家早日對老年性眼睛疾病的認知及預防，特別是
老人視力模糊有很多可能原因，平常定期身體健康檢查，早
期診斷早期治療，均衡營養、良好作息和不抽煙，才是養生之

道。
Dr. YuQuang He是位本地非常杰出的眼科專業醫師，

執業于UT西南大學醫院。應華人活動中心及亞美癌症關懷
服務之邀特於三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中心會議室舉
辦一場眼科保健專題講座，使大家能多些瞭解各種隨著年齡
增長老化可能造成的視覺退化和病變，以及如何防護和治療
等等..，現場亦將儘力為聽眾解答各種眼睛健康疑難問題。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
fo@dallasccc.org

電話: 972-480-0311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
， 電 話
469-358-7239 或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眼科保健講座

【本報系達拉斯訊】現代的父母
，不僅僅是重視兒女的教育，更是從
小培養他們在音樂，藝術，體育等多
方面的能力。每一次參加比賽，都能
使孩子們從經驗中培養面對群眾的
表現能力與自信心。這正是現在社
會上出色人材必備的條件與能力。
因此華人活動中心舉辦的兒童歌唱

比賽深受重視兒女能力培養的父母歡迎。
今年華人活動中心第八屆兒童歌唱比賽將

於 三
月 廿
四 曰
（星期

六）舉行。在過去的比賽中，我們欣喜看到家長
與可愛的小朋友們一起為比賽付出的支持與鼓
勵，每一年都持續的參加。相信是兒女成長後，
親子關係最美好的經驗與回憶。

因為場地及時間上限制，今年兒童歌唱大
賽將只有幼兒班比賽，按年齡分個人與團體的
比賽。依年齡分為3、4、5歲三組個人與團體賽。
初賽及決賽都在比賽當日完成，報名費每組每
人$15.00。報名截止日: 3 月 15 日。彩排(Re-

hearsal) 3月18日10:30am-12:30pm。
比賽規則：參賽小朋友同時演唱兩首中文

兒歌，請將比賽歌曲 Email 至活動中心(in-
fo@dallasccc.org )。每位參賽的小朋友皆可獲頒
豐富獎品及獎杯乙座。感謝Comerica Bank與國
泰銀行大力贊助。

請即日起向華人活動中心聯繫報名，這是
一個培養兒童興趣，建立自信的絕佳機會，歡迎
有興趣參加者請至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
中心網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及報名費
($15)郵寄至中心。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lasccc.

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兒童中文歌唱大賽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一年一度美食義賣園遊會又將到來了!!
這是個大家可携家帶眷同樂的日子。地點
設在李察遜的中國城內。時間為四月廿一
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當天除了有美
食攤位外，現場還有各式禮品販售、武術、
兒歌、才藝、舞蹈等表演，除此以外為小朋
友們策劃許多童玩遊戲，最適合與
親子們一起同樂的好時光。

由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主辦，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 City of
Richardson; Cathay Bank; State
Farm Insurance Co等贊助的美食義
賣園遊會，歡迎大家將您拿手的厨
藝，精心烹製的家鄉美食，與衆人

分享，以解鄉愁以饗ロ腹，歡迎個人及各社
團、公司商號儘早報名，報名費用為：個人
及社團: 一張桌 $25、兩張桌40、三張桌 $50
。公司行號: 一張桌 $50、兩張桌$90。另義賣
所得10%至20%捐贈活動中心。

華人活動中心是屬於非營利機構，它
的設立以聚集華人並服務社區為宗旨。華

人活動中心也開
設了不同的課程
，舉辦不同活動，
以造福華人，利
益僑胞。因它屬

于非營利團體，故對支付該中心的各項支
出，需藉助義賣、義演來籌措，此次義賣園
游會就是其中活動之一，希望各界能大力
支持，並也幫助中心籌款。活動中心網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
org 活動中心電話: 972-480-0311

四月廿一日美食義賣園遊會

QS180308D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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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我們在水立
方的比賽是用來

檢驗整個冬訓成果，整體表
現還不錯，但有些項目，比如

男子十米台的表現，還是有一些
欠缺。比如陳艾森的手臂拉傷，冬

訓不是很系統，動作發軟，入水時水
花就壓不住。楊健的情況按說應該好一

些，因為他整個冬訓都不錯，可是他在
5156B時出現了失誤，這說明他的心態沒有調
整過來。後面的動作他雖然沒有失誤，但是動
作的品質不夠，沒有發揮出正常水準，以後還是
要多磨煉。”周繼紅說。
男女混合雙人十米台的冠軍屬於林珊和練俊

傑，周繼紅指出：“混合雙人林珊是新
人，自選第一個動作出現了失誤，比賽經
驗不足，還是要參賽多磨煉。”
作為2018年世界跳水系列賽的第一

站，中國隊能夠以“十全十美”的方式
取得開門紅，周繼紅說：“希望這是一
個很好的開始，但是未來要解決的問題
還很多。這次比賽，國外選手還沒有
調動起來，水準不夠。此外，一些比
較拔尖的國外選手，包括英國男子
跳板世界冠軍拉夫爾、女子三米板
的澳洲名將等人由於傷病都沒
來參賽。”

“這是今年第一站的比賽，後面比賽的水準會越來越
高，狀態都會提升上去。到6月份舉行跳水世界盃的時
候，大家就會拿出最好狀態來，所以我們要繼續提高自
己。”周繼紅說。

14歲張家齊奪雙冠
本屆跳水系列賽，中國隊派出大量新人參賽。在11日

的比賽中，第一次參加世界大賽的小將張家齊戰勝了隊
友、里約奧運會十米台冠軍任茜奪冠。張家齊出生於2004
年，在9日的女子雙人十米台比賽中她攜手掌敏潔奪冠。

在男子十米台比賽中，里約奧運會冠軍陳艾森以
529.05分位列第二，楊健憑藉高難度“殺手鐧”109B（向
前翻騰四周半屈體）的出色表現，以539.55分獲得冠軍。

林珊和練俊傑分別出生於2001年和2000年。在11日
的混雙十米台中兩人發揮穩定，比
分一路領先，最終以349.56分獲得
冠軍。

前兩日比賽中，張家齊/掌敏
潔、陳艾森/楊昊、陳藝文/王涵、
曹緣/謝思埸、王涵/李政分別奪得
女雙十米台、男雙十米台、女雙三
米板、男雙三米板和混雙三米板冠
軍；施廷懋獲得女子三米板冠軍；
謝思埸也為中國隊再次奪回了去年
北京站被英國跳水名將拉夫爾奪走
的男子三米板冠軍。

■新華社、中新社

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11日落幕，中國選手包攬全部

十塊金牌，作為中國游泳協會主席的跳水隊“大家長”周繼紅繼續追

求完美，一再給隊員“挑毛病”。

2018年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列賽法
國站於當地時間11日落幕，中國隊在最後一
個比賽日見金，雙胞胎姐妹組合王柳懿/王芊
懿在雙人自由自選項目上折桂。

中國隊領隊劉岩總結說，本站比賽
中國隊取得1金2銀1銅的成績，達到了
為亞運會練兵的目的。

在當日產生的4枚金牌中，俄羅斯
隊摘得單人自由自選和混合雙人自由自
選冠軍，托舉組合金牌歸屬烏克蘭隊。

雙人自由自選是法國站的最後一個
比賽項目。決賽中王柳懿/王芊懿表現出
色，姐妹倆以92.5667分摘得金牌。收穫
亞軍的烏克蘭選手薩夫丘克/亞赫諾落後
中國姐妹組合0.9667分，日本組合乾友
紀子/中牧佳南位列第三。

法國站共進行了10個項目較量，摘得5
金的俄羅斯成為最大贏家，烏克蘭收穫3枚金
牌，中國與意大利各有1金進賬。■新華社

中國花游孿生姐妹法國摘金

香港羽球“一哥”伍家朗在當地時
間11日落幕的德國公開賽男單決賽中，
激戰3局以1：2不敵衛冕冠軍、中華台北
名將周天成，屈居亞軍。沒有派出全部主
力的國家隊（國羽）則由陳雨菲和黃東
萍/鄭雨分別獲得女單與女雙銀牌。

伍家朗於今次德國賽，先後拍走國
羽大滿貫球手林丹及另一國羽隊員石宇
奇，與中華台北好手周天成會師決賽。

此前伍家朗與周天成曾8度交手，港
將3勝5負稍遜。當日決賽，首局初段互
有攻守，但周天成在6平後連搶3分、取
得9：6的領先優勢，並以21：19先下一
城。次局，二人爭持更為激烈，伍家朗在
15：17落後的劣勢下，以21：18扳回一
局。決勝局，周天成以8：2先聲奪人，
雖然伍家朗憑堅毅的鬥志追至18：20，
但因之前失分太多，最終以18：21不敵
屈居亞軍，周天成則成功衛冕。

賽後，伍家朗在個人社交網站貼
文：“好可惜，未能收獲（穫）今個賽季
既（的）第一個冠軍。不過下星期尚有全

英賽，還不可以放鬆，一樣要爭取好成
績！”

其他各項決賽，世界排名第8的國羽
小花陳雨菲以19：21、21：6、12：21不
敵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名將山口茜；從資
格賽打起的國羽女雙新組合黃東萍/鄭雨
以21：18、14：21和6：21負日本組合福
島由紀/廣田彩。另外，馬來西亞組合吳
順發/賴潔敏混雙奪冠；日本的井上拓鬥/
金子祐樹摘得男雙頭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負周天成 德國羽賽屈亞

■伍家朗（左）與周天成惺惺相惜。
facebook圖片

■■張家齊奪張家齊奪
女子十米跳女子十米跳
台單人及雙台單人及雙
人兩金人兩金。。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游泳協會主席周繼紅中國游泳協會主席周繼紅
（（中中））接受傳媒訪問接受傳媒訪問。。中新社中新社

■■練俊傑練俊傑//林珊林珊（（上上））獲混雙十獲混雙十
米跳台冠軍米跳台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國泰航空／匯豐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2018”12日舉行抽籤儀
式，香港男女子代表隊抽得中籤。
賽事將於下月 6-8 日在大球場舉
行。港女隊須先於下月5-6日在掃
桿埔角逐分組賽，晉身四強方可進
軍大球場的銀盃賽。

至於香港男隊，則在“匯豐世
界七人欖球系列賽─外圍賽”抽入
F組，同組球隊有巴布亞新畿內
亞、德國及津巴布韋。

港隊華人老將梁錦成期望爭得

小組前兩名，以晉身次圈淘汰賽。
他指港隊與德國隊曾各贏一次，但
上屆港隊見負。不過，同組最強的
應是津巴布韋，港隊從未贏過。而
新亮相的巴布亞新畿內亞要先搜查
軍情。港隊早前拉隊到斐濟參加當
地高水準的賽事，獲益良多，全隊
信心足，希望屆時一場一場地打，
爭取奪得小組兩名出線權。

至於港女隊在“世界女子七人
欖球系列賽─外圍賽”抽入B組，
與國家隊、巴西、哈薩克同組。

隊長鄭家慈表示，同組有兩隊

亞洲球隊，球路比較了解，希望打
好每一場比賽，取得小組出線權，
最終進軍大球場。

香港隊的生力軍莊嘉欣也很期
待踏足大球場，她說：“能夠在大
球場比賽對我意義重大，當你被選
入隊和披上港隊戰衣比賽，是無上
光榮，也是向主場和世界各地球迷
展示實力的珍貴機會。”她分析，
同組球隊中巴西隊身手靈活，哈薩
克隊身形高大，港隊須加強防守對
付。至於國家隊，則交手最多、互
相了解。

七欖賽下月初舉行 港男女隊抽中籤

■■香港女隊成員在抽籤儀式上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男隊成員英姿颯爽。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站 中國攬十金中國攬十金

周繼紅周繼紅““挑毛病挑毛病””

■伍家朗不敵周天成，德國賽屈居亞軍。 資料圖片

國乒卡塔爾公開賽獨秀
世界巡迴賽卡塔爾公開賽當地時間

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結束，中國乒隊
（國乒）囊括所有項目冠軍，再次展示
了難以撼動的整體實力。其中樊振東
（見圖）以4：0輕取巴西選手卡爾德拉
諾奪得男單冠軍，樊振東還和許昕搭檔
戰勝日本組合水谷隼/大島祐哉，斬獲男
雙冠軍。劉詩雯在連失兩局下以4：2逆
轉隊友王曼昱，奪得女單冠軍。女雙決
賽同樣是中國隊“內戰”，小將王曼昱
攜手陳可，也是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以
3：1逆轉擊敗了孫穎莎 /陳幸同。

■新華社

■■王柳懿王柳懿//王芊懿在花游世界系列賽法王芊懿在花游世界系列賽法
國站奪自由自選項目冠軍國站奪自由自選項目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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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首家北京特色餐館休士頓首家北京特色餐館：： 「「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慶祝開業一周年，3 月19 日至4月19 日九折優待

圖為圖為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 的東主的東主，，來自北京的李來自北京的李
海生海生，，秦偉潔夫婦秦偉潔夫婦。。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首家北京特
色餐館 「 北京味道」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
，回饋顧客，從3 月 19 日至4 月 19 日全月九
折優待各界（ 中午午餐不包括在內），以答
謝大家的支持。 「 北京味道」 開業一周年，
不僅老北京趨之若鶩，許多外地的顧客，如來
自台灣、上海、山東等地的客人，也對 「 北

京味道」 瘋靡不已，每隔幾天就要去光顧一下
。或公司、社團聚餐， 「 北京味道」 溫暖的
人情味總是大家的首選。

北京味道餐廳著名的北京特色菜，如：
魚頭泡餅、北京炒肝、火爆腰花、爆三樣、京
醬肉絲、尖椒肚絲、炒合菜、荷塘小炒、老北
京炸醬麵（ 都是手撖麵 ）、京東肉餅、韭菜

盒子、芝麻醬糖餅、芝麻醬糖花卷、蔥油
餅---- 等等，無一不是正宗的北京特色，不
僅老北京一聽就懂，是他們日常的食材，很多
外地來的遊客，點了他們的紅燒牛肉麵，忍不
住驚嘆連連， 「 北京味道 」 的牛肉麵每碗是
台灣的三倍多，而且牛肉份量多，手撖麵條耐
嚼入味，令人回味無窮。難怪 「 北京味道」

開張至今，最叫座的還是他們的
各式麵點。

「北京味道」 餐廳現正在推
的名菜 「 魚頭泡餅 」 是份量之
作，大大的一盤，中間是壯觀的
紅燒魚頭，四周圍上切片烙餅，
散開如花開富貴，紅燒魚頭的千
滋百味配上烙餅的香味，所有吃
過的人皆回味無窮。

「 北京味道 」 的北京名菜，
還包括： 紅燒魚腩、四喜丸子、
京醬肉絲、溜肝尖、尖椒炒肚絲
、爆三樣、火爆腰花、北京味道
炒合菜------ 其他如該店的水
餃和餛飩也頗值一提，他們的豬
肉（ 茴香/ 白菜/ 三鮮/ 薺菜 ）
餃子，及豬肉（ 白菜/ 薺菜/ 香
菜 ） 餛飩，個大餡多，不僅餡料
調的好，手撖餃子皮更可圈可點
，是熱中此道的老饕最愛點的，

該店門口的冰箱更天天備有一包包冷凍水餃，
餛飩外賣，一會兒即被搶購一空。

「 北京味道 」 京味十足，要吃正宗北京
菜，精品川味（ 如麻辣烤魚、沸騰魚，椒鹽
魚片） 到這裡走一趟，必然讓您大塊朵頤，
畢生難忘！

「北京味道 」 的地址： 932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在百佳超市旁） ，電
話：281-888-7296

美洲菩提中心舉辦美洲菩提中心舉辦20182018年度敦親睦鄰活動年度敦親睦鄰活動
美洲菩提中心於3月10日（星期

六）在位於華樂郡的中心基地，舉辦
一年ㄧ度的敦親睦鄰暨慶祝農曆春節
活動，總計有東西方人士四百餘人出
席。

活動由扶輪社區域總督 Gary
Gillen先生擔任主持人。上午十時，
在續超法師莊嚴攝心的罄聲後展開序
幕，緊接著許瑞慶居士宏亮的美國國
歌，凝聚了與會者的向心力。在主持
人如珠的妙語中，慶祝農曆春節的傳
統活動，循序地介紹給來賓欣賞同樂
：包括潮州會館青年朋友的舞獅舞龍
，yoyo的表演，德州大學城綠竹舞
蹈社和中文學校舞蹈社的民族舞蹈表
演，以及休士頓傳統民族樂團的演奏

等。
美洲菩提中心的住持宏意長老在

活動中除了對各地來的朋友表示歡迎
和感謝外，同時以本命生肖 『狗』 的
特性，開示了為人處世，要廣結善緣
，隨時伸出友誼之手；對人要忠誠寬
容。菩提中心成立的宗旨，不僅是服
務華人同胞，更希望能關懷社區、服
務社區；因此，美洲菩提中心每年舉
辦敦親睦鄰活動，促進東西方文化交
流；提供獎學金給華樂高中應屆畢業
生等。區長John Amsler先生致詞表
示：華樂郡近年來快速成長，讓人喜
憂參半；但是美洲菩提中心是華樂郡
的正能量，他年年參加這個活動，已
有五年了，每次參加，他和家人都十

分欣喜；因為在這裡，不止是環境清
潔幽雅，所有人員都和善可親；我以
美洲菩提中心在我的選區而感到驕傲
！Frank Pokluda 先生代表華樂學區
感謝美洲菩提中心每年提供獎學金給
應屆高中畢業生。出席的貴賓還有前
郡長Owen Ralston 等等。

中午，來賓在香雲堂享用中心提
供的素食便當，西方朋友們驚喜萬分
，他們表示沒想到有如此可口的素食
料理，紛紛探詢食材的成分。午齋後
，來賓們或是自由參觀遊覽；或者是
參加各項節目如禪修簡介、佛教簡介
、法器介紹和摺、剪紙等中國傳統民
俗工藝等。整個活動在下午二時圓滿
。

【泉深／圖文】美國休斯頓時間
3月8日中午，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總領事官邸張燈結彩，喜氣洋洋，來
世界各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的總領事夫
人以及中外婦女代表身著盛裝來到這
裏，慶祝這個屬於全世界婦女的盛大
三八國際婦女節。由於總領事李強民
公事出訪，總領事夫人曾紅燕領事代
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向前來參加
慶祝活動的中外女嘉賓表示熱烈祝賀
和親切的慰問。她用流利的英語幽默
地說 “親愛的漂亮的各位女士們，國
際婦女節快樂！” 所有的嘉賓報以熱
烈的掌聲和幸福的微笑。曾領事也向
各位嘉賓介紹了中華文化以及不同民
族的生活習慣和民族傳統等。西班牙
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夫人 Bice
Rinesi Panes 上台致辭，向各位女嘉賓
問候祝福，並贈送了國際婦女節禮物
。

慶祝活動特邀著名畫家張要武先
生和夫人陶文君女士出席，他們特別
感謝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女士，

感謝他們扶持、提攜華人藝術家的善
舉，感謝他們為華人提供這樣難得的
機會用來展示他們的美術作品。陶文
君女士說：“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
。作為一名職業女性，我一直嘗試著
讓自己做得最好！在生活中，我除了
操持家務、照顧孩子，還盡量創造條
件，使丈夫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潛
心從事藝術創作。他不負所望，多年
來在國內外許多重大展覽和比賽中奪
金摘銀，一些作品被博物館和收藏家
購藏。我們夫婦創辦了張要武藝術中
心。十五年來，先後接待了數千名青
少年在這兒學習。在每年舉辦的全美
國以及國際性美術作品比賽中，我們
中心幾乎都有學生獲得各個級別的獎
項。” 他們今天帶來自己的多幅作品
參加展出，包括國畫，油畫和彩色鉛
筆畫等，都各有特點、各盡其妙，博
得觀眾的喝彩。

慶祝活動也特地邀請了著名的葫蘆
絲演奏家楊萬青博士和夫人陸曦女士
，他們向嘉賓們介紹並展示了不同形

式的單簧氣鳴樂器葫蘆絲。 他說：
“ 很早以前，一次山洪暴發，一位
傣家後生抱起一個大葫蘆，闖過驚濤
駭浪，救出了自己心愛的姑娘。他忠
貞不渝的愛情感動了佛祖，佛祖把竹
管插入金葫蘆，送給勇敢的小夥子。
小夥子捧起金葫蘆，吹出了美妙的樂
聲。頓時，風平浪退，鮮花盛開，孔
雀開屏，祝願這對情侶吉祥、幸福。
” 楊博士演奏了三只葫蘆絲獨奏
《竹林深處》和九孔葫蘆絲表演，他
接著獨唱蒙古草原歌曲《天邊》，並
由夫人陸曦女士伴舞。

我們都知道3月8日是婦女節，但
國際婦女節是經過超過100年的爭取
，才於1975年被聯合國定為國際婦女
節。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制
衣與紡織女工，為抗議惡劣的工作條
件與低薪走上街頭；1909年3月8日
，美國芝加哥女工團要求男女平等權
利而舉行示威，往後每年 3 月 8 日，
世界各地都有爭取婦女權益的遊行活
動。1910年，德國婦女運動領袖克拉

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丹麥哥本
哈根召開的國際婦女大會倡議設定 3
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直至1975年，
聯合國開始慶祝國際婦女節，確認普

通婦女爭取平等參與社會的傳統，從
此 3 月 8 日就成為全世界勞動婦女為
爭取和平、爭取婦女兒童的權利、爭
取婦女解放而鬥爭的節日。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總領事官邸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總領事官邸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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